
■健康新知

������本报讯 （通讯员 朱菲） 肝门部
胆管癌是胆道系统最为凶险的恶性
肿瘤。 因肿瘤位置极其特殊， 肝门
部穿过的重要血管纵横交错， 肝门
部胆管癌手术风险极高， 被称为肝
胆外科手术的 “珠穆朗玛峰”。 近
日， 娄底市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专家
勇攀 “珠峰”， 勇闯 “雷区”， 历时
9 个多小时为一Ⅳ型肝门胆管癌患
者成功实施了肝门部胆管癌根治手
术， 为其夺回生命。 6 月 15 日， 恢
复良好的刘阿姨第三次到该院肝胆
外科复查， 向医护人员赠送了锦旗
和她亲手缝制的布鞋， 表达了她由
衷的谢意。

今年 57 岁的刘阿姨家住涟源
农村。 今年 1 月， 刘阿姨家人发现
刘阿姨全身皮肤发黄， 就连眼睛也
变成了奇怪的黄色。 2 月， 刘阿姨
到湘雅三医院就诊， 结合腹部 CT、
MRI 等检查， 医生将其诊断为肝门
部胆管癌Ⅳ型 （晚期）， 一种比肝
癌和胰腺癌更为凶险的癌症。 因肿
瘤占位， 导致胆管梗阻， 胆汁排泄
受阻 ， 发生梗阻性黄疸 。 噩耗传
来， 全家如五雷轰顶。 “一定要治
好她的病！” 刘阿姨的丈夫决意不

惜一切代价为刘阿姨治病， 可拮据
的经济条件令他急得跳脚。 亲戚为
他出招： 回娄底， 娄底市中心医院
肝胆外科技术成熟， 可以做这个手
术， 医保报销比例还能高一点， 各
方面费用开销都能省下不少。 于是，
在暂时缓解胆道梗阻后 ， 3 月 17
日， 家人陪刘阿姨来到娄底市中心
医院， 入住 16 病室肝胆外科。

“肝门部的血管纵横交错， 又
是门静脉、 肝动脉、 胆管这三大管
道系统进入肝脏的重要关口， 极易
损伤血管造成肝功能衰竭而致患者
死亡。” 肝胆外科主任、 主任医师杨
永清教授介绍， 肝门胆管癌手术包
括半肝切除及肝尾叶切除、 肝门胆
管整形、 胆囊切除以及胆肠内引流
等， 以及合并累及门静脉、 肝动脉
血管切除、 重建， 多个肝管开口的
胆肠吻合术等， 特别是血管和胆管
的重建难度较大， 需要较强的技巧，
术中出血、 术后感染、 并发症等都
可能危及患者生命， 手术难度之高、
风险之大可想而知。

可是， 肝门部胆管癌只有完全
手术切除， 刘阿姨才有生的希望。

一边是巨大的挑战， 一边是患

者家属渴求的目光。 生命至上， 专家
们决定顶住压力， 迎难而上。 经过反
复讨论研究， 专家们为刘阿姨制定了
周密的手术和治疗方案。

3 月 24 日， 经过精心准备， 在麻
醉科主任贺涛、 主治医师罗姿及手术
室护士的倾力支持下， 由肝胆外科主
任杨永清主刀， 副主任医师姜振辉、
医师谢博文协助共同为刘阿姨实施了
Ⅳ型肝门胆管癌根治术。 经过 9 个多
小时的持续作战， 手术成功完成。

术后， 医护团队丝毫没有放松。
杨永清主任、 杨蟾秋护士长带领的医
护团队加大了查房力度， 管床医生谢
博文则直接 “住” 到了刘阿姨的病房
里， 整整三天日夜守护在刘阿姨的病床
边， 严密观察其生命体征和伤口状况，
及时向上级医生汇报和调整治疗方案。

“为了给我老婆做手术， 他们饭
也没吃； 为了防止感染， 他们三天没
回家， 日夜守在我老婆身边； 还有护
士无微不至的照护和关怀鼓励， 让我
们真的很感动……” 经过精心治疗和
护理， 刘阿姨终于顺利恢复， 安然出
院。 刘阿姨的丈夫激动地不停道谢，
“衷心感谢他们， 是他们高超的医术和
良好的医德给了我老婆第二次生命！”

■发现

日本国立九州大学齿学研究
院武洲准教授和中国北京理工大
学生命学院倪军军副教授的联合
研究小组， 首次发现了全身注入
牙周病致病菌牙龈卟啉单胞菌
（Pg 菌）， 导致脑外炎症组织产生
的脑老年斑成分———淀粉样蛋白
β （Aβ） 会进入脑内。 这一成果
发表在近期的 《神经化学杂志》
网络版。

研究小组此前曾发现， Pg 菌
感染会使脑外炎症组织产生 Aβ。
此次 ， 在连续 3 周全身注入 Pg
菌后， 正常中年小鼠血脑屏障构

成的脑血管内皮细胞上的 RAGE
表达增加了 2 倍 , 其周围脑组织
中 Aβ 增加了 10 倍， 诱发记忆障
碍。 RAGE 是一种与 Aβ 结合的
受体 ， 能将 Aβ 向大脑内输送 。
研究小组通过血脑屏障体外模
型， 进一步证实了 Pg 菌感染通
过上调 RAGE 表达促进 Aβ 向脑
内输入， 而 RAGE 特异抑制剂能
有效阻止 Aβ 的输入。

阿尔兹海默病占老年性认知
症的 70%， 目前尚无明确治疗方
法 ， 因此需要预防措施延缓发
病。 超 80%的阿尔兹海默病患者

的脑血管周围有 Aβ 积累， 研究小
组认为， Pg 菌感染， 促进全身产生
的 Aβ 进入脑内， 可导致 Aβ 在脑
内积蓄。 这项研究揭示了牙周病参
与阿尔茨海默病的新机制， 将为减
缓阿尔兹海默病发病的 “先期医
疗” 作出贡献。

武洲准教授对记者说： “令人
吃惊的是， 牙周病菌感染在诱发牙
龈等炎症组织产生大脑老年斑成分
的同时， 促进该成分进入大脑。 因
此护理口腔减少炎症， 对预防阿尔
兹海默病非常重要。”

（《科技日报》 7.9， 陈超 /文）

牙周病菌感染会使脑老年斑成分进入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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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新研究发现， 在孕期进行适
度的运动， 会增加母乳中的一种化合
物， 从而降低婴儿一生中罹患糖尿
病、 肥胖症和心脏病等严重健康问题
的风险。 这项研究的结果近日发表在
《自然代谢》 杂志上。

美国俄亥俄州立韦克斯纳医学
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研究了久坐不动
的母鼠所生出的小鼠， 并喂养它们
从孕期活跃的母亲那里获得的乳汁。
研究结果显示， 健康的母亲会将健
康的益处传递给幼崽， 这证明了它
们实际上是通过母乳传递的， 而不
仅仅是遗传性状。

研究人员还跟踪了大约 150 名使
用运动追踪器的孕妇和产后妇女， 发
现那些每天走更多步的人母乳中的一
种名为 3SL 的化合物含量增加， 他们
认为正是这种化合物对健康有益。

研究人员表示， 3SL 的增加并不
一定与运动强度有关， 因此， 即使是
日常散步这样的中等运动也足以获得
好处。 运动对怀孕期间和之后的整体
健康也非常重要， 因此， 所进行的任
何运动都将使母亲和宝宝受益。

研究人员指出， 由于许多母亲无
法进行母乳喂养或出现需要卧床休息
的并发症， 研究人员正在研究是否可
以分离出活跃妈妈的母乳中发现的这
种有益化合物， 并将其添加到婴儿配
方食品中。

方留民

娄底市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专家勇攀“珠峰”救治胆管癌患者

7 月 7 日， 消防
队员在三明市将乐县
金溪河进行“翻舟自
救” 项目的演练。 当
日是福建省消防救援
总队在三明市将乐县
举行防汛防台风应急
救援演练的第九天，
主要进行了橡皮艇编
队行进、 落水人员营
救、 翻舟自救等项目
的演练。
新华社发 周杨东 摄

9 小时极限挑战 72 小时日夜守护

水上蛟龙演练忙

■关注

北京市新发地农产品批发
市场发生聚集性新冠肺炎疫情
之后， 不少人对生鲜食品产生
了畏惧心理。 生鲜食品还能放
心吃吗？ 如何食用生鲜食品才
安全？ 日前， 记者就此采访了
有关专家。

“目前还没有发现新冠病
毒通过海鲜等产品经过消化道
传染新冠肺炎的证据。” 中国
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冯录
召认为， 新冠病毒传播感染的
主要途径是近距离呼吸道飞沫
和接触传播。 尚没有证据表明
新冠病毒有其他传播途径。 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日前公布
的北京 6 月份聚集性疫情的溯
源结果显示： 排除由动物病毒
外溢传人， 推测为人与人之间
的直接接触传播或经物品表面
污染的间接接触传播。 现有研
究认为， 可能是生鲜食品在储
藏、 运输、 加工、 销售等环节
受到了污染， 而非病毒来源于
食物本身。

为了尽可能降低感染病毒
的风险， 冯录召建议， 在购买
生鲜冷冻食品时， 戴好口罩和
手套， 做好必要的防护， 保持
社交距离， 避开人群密集的摊
位， 尽量不要用手接触生鱼、
生肉等产品。 在日常处理、 烹
饪、 食用食品过程中注意食品
清洁和卫生 ， 包括在处理生
肉、 禽、 水产品后， 要使用肥
皂和流动水洗手至少 20 秒 ，
避免接触食材的手揉眼鼻； 将
生熟案板分开， 分别处理生熟
食品； 生肉、 水产品等生鲜食
品在放入冰箱冷冻箱前先分割
成小块、 单独包装， 并对生、
熟食物分层存放； 要将食品烧
熟煮透 ， 尽量不吃 “生食食
品”。 应使用清洁的餐具， 经
常对餐具进行消毒， 可以采用
蒸 15 分钟的方式消毒。
（《人民日报》 7.7， 申少铁 /文）

要煮熟煮透吃
生鲜食品不“生食”


